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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璇璇捐
石獅僑中校友會

旅菲石獅市華僑中學校友會訊： 本會

理事劉璇璇學姐令家姑--吳府王太夫人諡瓊

華老伯母，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九日，壽終

內寢。享壽七十有四高齡。寶婺星沉，軫悼

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

盡哀榮。其哲嗣幼秉承先人庭訓，樂善好施

之美德，孝思純篤，熱心社會公益，守制期

間，仍不忘公益慈善，特獻捐菲幣兩萬元，

充作本會福利金用途，移孝心於善舉，仁風

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以資表揚，並

申謝忱。

陳沉默逝世
和記訊：僑商陳沉默老先生（原籍晉

江科任）亦即陳鵬仁、冠龍、裕文、韻茹

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

日下午二時五十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

享壽七十有四齡，星沉南邦，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

堂。擇訂三月二日（星期二）上午七時出

殯，安葬於甲美地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

智彬彬顏拉拉鄰居防火會訊：本會陳

名譽理事長沉默老先生，不幸於二○二一年

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時五十分壽終於紅衣主

教醫院，享壽七十有四齡，星沉南邦，軫悼

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擇訂三月二日（星期二）上午七時出

殯，安葬於甲美地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2月28日）播放精彩節目
菲華聯誼總會舉行線上新屆職員就職儀式蔡長裕就任新屆理事長
菲律濱唯一的華語電視台—《菲中電視

台》為大家安排了一系列2021年春節活動！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新春招待會于2月8日晚

在線上直播，並于2月14日下午在BEAM TV 

重播、中國僑聯「親情中華‧同心與共」華

僑華人云端春節晚會于2月9日下午在線上直

播、南寧廣播電視台《春天的旋律》跨國春

節晚會于2月11日晚在ABS-CBN新聞頻道ANC

播出，並于2月12日下午在Global Pinas TV 

(GPTV) 168重播、泉州廣播電視台《逐夢海

絲閩南人少兒春晚》于2月13日下午在線上播

出，並于2月28日下午5點在BEAM TV 重播、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春節聯歡晚會》于2月13

日晚在ABS-CBN數字頻道Kapamilya Channel播

出、《潮起福見‧中國年》2021年福建省春

節聯歡晚會2月14日上午在國家電視台PTV-4

播出，祝大家新春快樂、牛年大吉！

《菲中電視台》播放時間：每星期日

（EVERY SUNDAY）下午5:00 pm 至6:00 

pm，在BEAM TV 31號電視台（SKY有線電

視72頻道），還在Global Pinas TV (GPTV) 

168和《菲中電視台》FACEBOOK頁面上進

行直播。也可以任何時間（24小時）通過

手機，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節目）。這個星期

日上午9:30 am 至 10:00 am在IBC 13號電視台

（SKY有線電視16頻道，GLOBAL DESTINY

有線電視15頻道，CIGNAL有線電視13頻道，

GSAT有線電視8頻道）。

《菲中新聞台》播放時間：每星期一至

星期五（EVERY MONDAY   TO FRIDAY）,

上午8:30 am 至 9:00 am，也可以任何時間（24

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新

聞）。《菲中電視台》本週日（2月28日）播

放節目預告如下：

一. 菲華商聯總會文教委員會為「全菲

華文師範獎學金1+2+1」做工作報告書。文教

組代表商總誠懇呼籲華社所有關心華文傳承

的團體、商號、有心人士等熱心支持！

二. 由菲律賓江蘇商會及菲律賓常青籐

房地產公司開發，中國中城建第十三工程局

有限公司承建，菲律賓江蘇大廈于2月19日上

午隆重舉行開工慶典儀式。

三. 2月8日，中國駐達沃總領館向領區中

國留學生、確有實際需要的僑胞、華校漢語

老師和中資企業代表發放「春節包」，並向

領區所有同胞致以新春問候。

四．菲華聯誼總會于2月21日下午舉行

2021-2023年度理事會、青年團及菲華聯誼總

商會第三連四屆職員就職典禮。本屆就職典

禮採取 ZOOM 視頻形式從簡舉行，近兩百多

人相聚雲端，共襄盛舉。

 五．2月15日上午，馬尼拉華助中心前

往Antipolo市慰問失業獨居中國籍民，並探望

當地菲人左鄰右舍。該中心也向大家分發包

括食品在內的基本必需日用品和防疫物資。

六．慈濟菲律賓分會發起義賣應節元宵

湯圓，為修建慈濟志業園區成為一座佛教聖

地而募款。慈濟志工再次獨創獨一無二的上

元湯圓，每盒共有五個顏色，全部來自于自

然植物的顏色。

 七．中國駐拉瓦格領事館舉行2020年度

領事協助志願者線上會議，並向領區留學生

發放「春節包」。

八. 2月18日上午，菲華商聯總會董事兼

外交主任施超權應邀出席菲國警岷警區咨詢

委員會會議，並在座談會上發表談話。

九. 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菲華各界

主席楊華鴻和中國商會會長洪及祥于2月22日

下午假商總七樓大禮堂，就在皇城內通往敏

淪洛橋樑兩旁建造「觀望台」事宜簽署分擔

建造費用協議書。

十. 2月16日上午，中國駐菲使館委託馬

尼拉華助中心赴華人區向有需要僑胞贈送最

後一批春節包，華助中心亦贈送甜果和罐頭

食品。

十一. 本集為大家重播泉州廣播電視台

聯合菲中電視台共同製作的少兒和親子類

節目《逐夢海絲——2021全球閩南人少兒春

晚》。海外小朋友積極配合晚會拍攝，給大

家送來一份份真摯的新春祝福。

本台聯繫電話：

09228943681  EMAIL:  china towntv .

ibc13@gmai l . com.台長施玉娥（LOLITA  

CHING），副台長製作人莊琳琳（LOUELLA   

CHING），節目主持人葉天慧（LIZBETH 

YAP）。

喜迎菲華文教服務中心王映陽主任等人禮訪晨光中學
晨光中學訉:新年伊始，迎來嘉賓。2021

年2月17日( 星期三 ) 菲華文教服勉務中心王

映陽主任和劉桂瑛副主任蒞臨本校參訪指

導，還有本校體育顧問蔡韻玲女士，校外事

務顧問黃世白先生，中文部老師們熱烈歡迎

他們一行的到來，獻花後，隨後到一樓會議

室進行交流。

首先由黃思華校長致詞，他的演講情真

意切，感謝僑務委員會，這些年來深耕菲華

僑教。所做的種種貢獻，大家有目共睹，我

們銘記在心。無論教材丶教具丶參考書等均

免費提供。師資的培訓更是專業化，由海外

教師自行回國參加研習會，或是遴聘學有專

精且術德兼修的學者，前往海外培訓教師，

培訓老師學習到教學的理論與實務技巧，進

而提升教師的素養。透過研習會海外的教師

都受益匪淺。 替代役男來菲服務，不但加強

華文老師的陣容，也彌補師資的短缺。黃校

長向王映陽主任表達了衷心的感謝，感恩他

們一直以來對華文教育的關心，以及對校聯

工作的支持與愛護。接下來影片「校史」視

頻的欣賞:菲律賓晨光中學成立於1950 年5月7

日。由教育先賢何祖炘先生創辦並擔任首任

的校長，晨光中學屹立於菲律賓馬尼拉仙範

市。在人文薈萃的青山區，學校在歷屆董事

會及先後任校長們的精心闢劃，以嚴謹的態

度，認真辦學，同心同德，運籌帷幄苦心經

營下，致使學校在蓬勃中發展，弦歌不輟，

2020年迎來了七十週年校慶。今日的晨光，

名如其實，旭日東升晨曦之光般永遠綻放。

王映陽主任以她清脆的聲音，談吐文雅

説了一段温馨感人的話，來鼓勵老師們勇敢

向前進，工作認真負責，態度和顏悅a色有愛

心，且學有專精，達到「小而美」的境界。

之後雙方互贈禮物。

在此也感謝贈送的禮品包，防疫特製的

口罩及清潔劑，並殷切期盼疫情早日結束。

中華文化有更好的傳承和發揚，及菲律

賓的華文教育事業發展，相信在王映陽主任

的鼎力協助及支持下，定會更上一層樓。

一顆土豆裡的脫貧力量
　   新華社北京2月27日電　2月25日，習近平
總書記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
面勝利。
　　站在當下中國北方的大地，回望來路，
人們能清晰地看到，一顆土豆在脫貧攻堅的
神奇力量。
　　馬鈴薯，又稱土豆、洋芋。這三者實為
一物，卻曾經被戲謔地稱為甘肅定西「三
寶」。這源自貧困的辛酸苦澀，不言自明。
　　2017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省張北
縣考察時，對馬鈴薯原種和成品的價格十分
關心，並鼓勵大家要做大做強馬鈴薯產業。
　　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在參加內蒙古
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向來自內蒙古
烏蘭察布市的人大代表詢問當地馬鈴薯種植
與加工情況。
　　一臉「土」樣兒的小土豆，能成為貧困
群眾可信賴的脫貧支柱？能成為改變窮山
鄉，引領人們奔向美好生活的大產業？記者
帶著心中的問號，去實踐中搜尋答案。

（一）
　　穿上白大褂，通過凈化風淋室，32歲的
範龍秋走進實驗室開始工作。她左手拿著鑷
子，右手拿著解剖針，小心翼翼地在顯微鏡
下對一個米粒大小的物塊進行剝離。
　　這裡是內蒙古烏蘭察布市農牧業科學研
究院組培技術研發中心。研究員範龍秋正在
進行的莖尖脫毒工作，是馬鈴薯種薯培育最
重要的步驟之一。
　　很難想象，沾滿泥土、不起眼的土豆竟
是在這樣一個精細化作業的實驗室中誕生
的。
　　烏蘭察布市是我國馬鈴薯種植面積最大
的地級市，種植面積達350萬畝，2009年被
中國食品工業協會命名為「中國馬鈴薯之
都」。在當地，全市農民人均來自馬鈴薯產
業的收入佔到種植業總收入的53%，佔農牧
民人均純收入的30%。發展好馬鈴薯產業，

是烏蘭察布市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關鍵。
　　近幾年，為了促進馬鈴薯產業發展，
烏蘭察布市著力創新，讓小土豆屢出「爆
款」。
　　人才是創新的源泉。烏蘭察布市為馬
鈴薯科研陸續引進博士生、碩士生20餘名。
2018年，主攻作物栽培的範龍秋便是通過高
層次人才引進政策「加盟」市農牧業科學研
究院，短短兩年多時間，就培育擴繁了40多
個馬鈴薯品種。
　　科研是創新第一動力。「土豆碩士」
「土豆博士」依託產業體系綜合試驗站、市
馬鈴薯首席專家工作站、內蒙古馬鈴薯科學
觀測實驗站，把科研體系充實起來。
　　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市裡引進一批龍頭
企業和創新企業，打造從育種、種植到產品
加工的全產業鏈。
　　土豆新品種由此層出不窮，成功上演
「百變大咖秀」。
　　有的企業深耕品種研發，現在甚至有顏
色近似紫薯的土豆，不僅好吃更具有藥用價
值。
　　有的企業著力產品細分，根據澱粉含量
分類包裝，燉煮還是涮烤，任君選擇；清洗
消毒、切絲切片、真空打包，多種服務齊上
線，方便上班族快速烹飪。
　　有的企業延長產業鏈條，生產低溫油浴
的薯片，口感天然且安全健康，已成為多個
知名品牌的代工產品。還有年輕人愛吃的快
餐薯條，每5根裡就有1根產自烏蘭察布市。
　　有的企業搭建「薯聯網」大數據平台，
讓土豆也搭上互聯網的快車，全面助推產業
數字化升級……

（二）
　　甘肅定西，苦甲天下。乾旱貧瘠的黃土
高坡，馬鈴薯是為數不多的可靠作物。「定
西三寶」的說法，道出了當地曾經物產匱
乏、產業發展落後的窘境。

　　如今，定西馬鈴薯早已成為暢銷全國的
知名農產品，定西也成了國內最大的脫毒種
薯繁育基地之一。其間的巨變，得益於脫貧
攻堅，特別是東西部協作以來，定西因地制
宜，找對了馬鈴薯「原原種」的路子。
　　普通種薯論斤銷，「原原種」按粒賣。
不同薯種之間的價格差異，習近平總書記也
曾仔仔細細地算過。
　　2017年春節前夕，河北省張北縣德勝
村。在村民徐海成家裡，習近平總書記給他
一筆一筆計算著收支賬：「種植馬鈴薯原種3
畝，畝產2000斤，一斤收入2元；一般的商品
薯種了15畝，每斤是5毛錢。」
　　這顯著的差價，指向增收的門路。「你
們下一步的路子都有了，就是怎麼把它市場
化、規模化發展起來。」習近平總書記的
話，深刻地烙印在德勝村人的心中。
　　2020年，已經脫貧的徐海成承包了8個微
型薯大棚，種植了20畝馬鈴薯原種，收入近
20萬元。「今年還得繼續擴大面積，多承包
幾個大棚！」他說。
　　馬鈴薯產業的發展，改變了徐海成一家
的命運；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的奮鬥，也改寫
了德勝村的歷史。2020年6月底，德勝村最後
1戶貧困戶達到了脫貧標準。「壩上窮村」，
成為昨天。
　 　 德 勝 村 的 故 事 ， 並 不 是 唯 一 的 「 奇
跡」。豐裕村，位於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
翼後旗大六號鎮，走進村裡，磚瓦房整齊劃
一，柏油路平坦寬闊，家家戶戶裝著太陽能
院燈。
　　大家說，5年前豐裕村還是「無豐不裕」
的模樣。「叫人靠喊，吃水靠擔，污水靠蒸
發，垃圾靠風刮」，變成如今的光景，全靠
脫貧攻堅中大力發展起來的土豆產業。
　　「小時候沒啥吃的，天天吃土豆，吃多
了，提起土豆就反感！」90後村支書劉龑笑
著回憶道。但作為豐裕村村黨支部書記兼村

委會主任，他深刻地意識到，這兩年土豆已
成為全村的「搖錢樹」。
　　2017年，在多方支持下，豐裕村開始自
行培育馬鈴薯原種，並創建了村辦企業雨潤
冷良農業有限責任公司，註冊了自己的品牌
「六裕紅」。
　　同時，以綠色有機的種植方式取代傳統
的「大水大肥」、成功於2019年拿到綠色產
品標誌的豐裕村土豆，不僅在銷售價格上實
現了翻倍，更有效保護了土地資源。
　　因地制宜，培育內生動力，依靠土豆發
展出多驅聯動的村內經濟，不僅使得豐裕村
在2018年底成功脫貧，更在2020年實現了人
均年增收近萬元。
　　一顆小土豆帶動的減貧「奇跡」，發生
在德勝村，發生在豐裕村，發生在全國決戰
決勝脫貧攻堅中的很多地方。

（三）
　　雪梨紙、泡沫網、禮品盒......當女兒郭晨
慧將這樣精美包裝的土豆放在自己面前時，
種了近二十年土豆的烏蘭察布市察右後旗農
民郭潤看傻了眼。
　　「過去都是在地裡拿麻袋一套就賣的土
豆，整成現在這樣，賣得出去嗎？」更令他
大跌眼鏡的是，在北京讀書、工作了十多年
的女兒，竟把北京的房子賣了，回鄉開網
店、賣土豆。
　　儘管內心疑惑，但郭潤仍支持女兒的選
擇。讓眾人沒想到的是，個頭大、口感綿、
綠色無污染的「後旗紅」土豆，被郭晨慧從
田間地頭「搬上」網絡後，迅速走紅，其中
精品款土豆甚至能賣上10元一斤的價格。如
今，她的電商公司每年的土豆銷量都在500噸
以上，帶動了當地至少700戶貧困戶增收。
　　作為一名80後「創客」，郭晨慧始終有
一股不服輸、愛折騰的勁兒。依靠銷售方式
的轉變，剛把土豆賣出了名堂，郭晨慧又琢
磨著，除了「賣」土豆，還能把土豆玩出點
什么新花樣呢？
　　望著土豆種植地邊上的火山，郭晨慧有
了靈感：火山，讓土豆更美味的地質秘訣，
也可以是讓更多人走近烏蘭察布市的地理密
碼。


